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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人民日報》14 日發表文章介紹我
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效和思路。文章指出，改革開放
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積極穩妥推進政
治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人民民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2004 年 「國家尊
重和保護人權」寫入我國憲法；2010年3月選舉法修
改，明確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全國人大代表
；到 2010 年底，我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這些都體現了我國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進
程。2008 年12月，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
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
，提出 60 項改革任務，到今年上半年，司法體制機
制改革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政府運行走向法制化
基層群眾自治健康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把 「基

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
路的重要內容，基層民主自治體系日趨完善。2010
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改，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

制度，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落到了實處。

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熱情高漲。為進一步擴大人民
有序政治參與，我國確立了以政務公開打造 「陽光政
府」的思路，2008 年頒布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各級人大 「開門立法」、政府部門召開公共事務聽證
會成為常態， 「三公經費」逐步公開， 「網絡問政」
蓬勃發展，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
督權得以充分保障，人民實現了內容廣泛的當家作主。

政府運行快步走向法制化規範化。黨的十六大以
來，我國先後於2003年和2008年集中進行了兩次行
政管理體制改革。國務院經過5次清理，共取消和調
整行政審批事項 2183 項。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制度
建設，讓 「民告官」成為現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
實施，讓政府逐漸適應在老百姓的監督下工作；領導
幹部和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給權力戴上了 「緊箍
咒」。2006 年公務員法實施以來，全國有超過24萬
人通過競爭上崗走上了領導崗位，目前中央機關公開
遴選公務員已由 「試水」階段轉入正式實施階段。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四日電】中國全國
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昨日在清華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院 10 周年慶典上表示，新媒體環境下
，每一個網友都可能成為發言人，都有 「麥克風
」、 「無線電」；新技術可以促進政府政務公開
，也給了民眾監督公務員和政府的機會，政府應
該熱烈地歡迎和支持。

趙啟正表示，IT 技術和新技術的出現對社
會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它可以促進政府政務
公開，也給了民眾監督公務員和政府的機會；政
府應當非常熱烈地歡迎和支持新技術的發展。另
一方面，每一個網友都可能成為發言人，都有
「麥克風」、 「無線電」，也造成網上信息良莠

不齊。不僅中國，在北非、西亞、倫敦、巴黎、
美國，新媒體和網絡都起到重要的突出作用。網
絡和社會學密切聯繫，和社會心理學密切聯繫，
和社會法律的建設密切聯繫。在全世界範圍，曾
經的 「網絡無國界，網絡內容無國界，網絡運營
無國界」，現在也在逐漸被改變了。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在發言中表示，
隨着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日益深刻，世界與中國的
聯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國際社會了解
中國的願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境外媒
體對中國發展變化的關注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高。這既是一個機遇也是一個挑戰。目前中國的
國際傳播能力和國際傳播影響力與一些國家相比
還有不小的差距。構建現代傳播體系，提高中國
國際傳播能力，是適應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提升
國家文化軟實力、塑造國家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
，對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具有重要
意義。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四日電】江
蘇省14日選舉產生該省出席中共十八大的
代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以全票當
選。

中國共產黨江蘇省代表會議13日至14
日在南京召開，與會的 877 名黨代表以直
接差額選舉的方式，選舉產生了該省出席
中共十八大的代表。根據中共中央提名，
出生於江蘇泰州的胡錦濤也以該省候選人
的身份參加選舉，並獲得全票通過。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稱， 「胡錦

濤總書記全票當選為黨的十八大代表，充
分體現了總書記在江蘇人民心目中的崇高
威望，充分體現了我省黨代表的高度政治
覺悟和堅強黨性，充分體現了江蘇各級黨
組織和廣大共產黨員對以胡錦濤同志為總
書記的黨中央的衷心擁護和愛戴。」

胡錦濤的簡歷上雖然一直寫明是安徽
績溪人，但早在 100 多年前，其太祖父胡
允源就離開績溪來到泰州，開了一家名為
胡源泰的茶莊。1942年12月，胡錦濤出生
於泰州，並在此成長和接受教育，直至
1959 年考入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至今泰
州中學仍保存有胡錦濤1956年至1959年在
此就讀時的座位，2011年10月，泰州市大
浦中心小學迎來百年華誕時，身為校友的

胡錦濤也專門發來賀信，感謝母校的培育
之恩。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胡錦濤一直是以
其曾經工作過的地區代表身份出席黨代會
和全國人大。2007 年 6 月，中共中央首次
提名胡錦濤在江蘇省參選十七大代表，以
全票當選。2008 年 1 月，胡錦濤又在江蘇
全票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今年 4 月中旬，江蘇省已對該省出席
中共十八大的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進行公
示。在公示的84名代表中，黨員領導幹部
51名，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33名，一線
黨員約佔39%，與十七大相比提高8%；女
黨員所佔比例約為 31%，比十七大提高約
10%。

胡錦濤全票當選十八大代表

▲ 十四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江
蘇黨代會上全票當選中共十八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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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四日電】文化部今日舉行發布
會介紹 「十七大」以來對港澳文化交流工作。據不完全統計
， 「十一五」期間文化部對港澳文化交流項目達 3714 項，
參與者近6萬人次。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局長侯湘華介紹
，為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文化部和香港特區政府今年將
策劃系列慶典活動。

侯湘華表示，文化部通過 「兩岸文化論壇」、 「非物質
文化遺產展示」等文化交流實現港澳與內地、台灣與大陸的
文化融合，促進港澳地區人心回歸，增強台灣同胞中華民族
的認同。每年的國慶期間和中秋節，文化部都會在香港舉辦
「香江明月夜」大型演出活動。今年這個活動將結合香港回

歸15周年慶典活動，賦予它更豐富的意義。此外，香港特
區政府也與文化部聯絡，希望對香港慶祝回歸15周年活動
有參與和支持，目前活動還在策劃之中。

據介紹，文化部對港澳台的文化交流主要包括三方面內
容，一是利用內地豐富的文化資源，組派優秀文藝團體和展
演項目赴港澳交流。二是與港澳特區政府聯合舉辦大型專題
文化活動，如 「根與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
「國之重寶」文物展等。三是參與港澳特區舉辦的香港藝術

節、香港新視野藝術節、中國戲劇節、澳門藝術節、澳門國
際音樂節等，同時鼓勵港澳文化機構和個人參與內地舉辦的
全國性、國際性文化活動。

侯湘華介紹，發揮內地與港澳各自的優勢，促進文化產
業的合作和發展，是近年來文化部工作重點之一。內地與港
澳在文化交流與合作方面優勢互補明顯，內地有大量高水平
的文化藝術專業團體和人才，港澳則有大批高素質的管理人
才和外向型、複合型的經營人才。

港澳六項非遺入選國家名錄
在港澳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中央政府也一直

給予大力支持。在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就
有香港、澳門和廣東省聯合申報的粵劇和涼茶。2009 年 10
月，粵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
員會會議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2011年6月，香港的中元節（盂蘭勝會）、端午
節大澳龍舟遊涌、中秋節大坑舞火龍和長洲太平清醮，澳門
的南音說唱、道教科儀音樂和魚行醉龍節等正式列入第三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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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辦慶典活動
賀香港回歸15周年

十三日，
在廣西賀州市

富川瑤族自治縣城北鎮鳳溪村，演員在為遊客表演
瑤族舞蹈《炸龍》。二○一一年，廣西文聯實施
「千村萬戶文藝惠民工程」 ，命名首批二十個文藝
村、三十戶文藝戶，並計劃到二○二○年實現在全
區建設一千個文藝村屯、一萬個文藝專門戶的目標。

新華社

廣西「文藝村屯」引客來

▲改革開
放以來，
中國政治
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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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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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海黨代會首創代表提案制，兩位上海
東方講壇特聘講師、黨建專家一致認為，這項制
度的推出在全國當屬首創，也將起到示範和先行
先試效應。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部主任劉宗洪
教授表示，發展民主是黨的生命，中央也鼓勵各
地就完善黨代會和委員制度、推進黨內民主進行
創新和探索。

復旦大學選舉與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興
祖教授表示，對於完善黨內民主，目前各地都在
進行探索，上海此次推出的提案制在內地還不多
見。如果做得好，就能更好地反映民意。因為除
了專職黨員幹部外，大多數黨員都分布在一線群
眾中，他們比幹部更能了解民眾的所需所想，如
今開放提案也相當於讓黨組織更多了些民間的
「耳目」，有助於更密切聯繫群眾。畢竟任何一

級的黨組織都面臨與群眾溝通的問題，執政黨最
大的問題也在於脫離民眾。採用提案制這種形式
，更廣泛聽取民意對於鞏固執政基礎也有積極意
義。

談到此次提案制度的人數設定，劉宗洪認為
，10人以上聯名，這一個數字比較科學。一方面

找齊10個代表相對容易，有利於民主的廣泛實踐
。10個人的組合又能夠更快形成決議，有利於提
高民主效率。另外，這也是基層黨代表更好參政
的有效途徑，體現民主的公平。他說，上海在基
層黨建工作上有很多創新之舉，就代表提案制本
身而言，上海各區縣和鄉鎮基層黨組織早已開始
嘗試。

去年，全市 111 個鄉鎮有 46 個開展了代表提
案工作，共收到鄉鎮黨代會代表提案 165 件，立
案的有80件。在區縣黨代會期間，有13個區縣開
展了代表提案的相關工作，收到代表提案 200 件
，立案的有43件。

有待進一步完善
據了解，中共上海市委對於提案制也作出了

明確要求。強調代表應在調查研究、認真醞釀的
基礎上提出提案，提案的內容除了關於黨的路線
方針政策和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建設、反腐
倡廉建設等方面的重要問題外，關於上海的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乃至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
的重要問題也可以涉及。更沒有忽視普通民眾普

遍關注和反映強烈的重要問題等等。
提案將由大會主席團全體會議審議，並作出

是否立案的決定。一旦立案，應在大會閉幕 1 個
月內交辦，在辦理過程中，承辦單位可以邀請提
案人參與視察、調研、座談等，溝通情況，聽取
意見。提案一般自交辦之日起 6 個月內答覆代表
，答覆和辦理情況還將通過上海基層黨建網 「黨
代表設限平台」等渠道及時向全體代表公布，並
向下一次黨代表大會書面報告。

對於提案制的細節問題，浦興祖認為還有待
於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比如，由誰來篩選提案並
最終決定提交大會，若是參與提案的代表對於大
會不採納提案的決定有異議又由誰來處理。還有
，黨員的提案與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的關係怎麼
處理，是平行、並列還是各自分工？

專家冀起示範作用
談到對此次上海黨代會期望，劉宗洪指出，

提案制是為了更多關注民生，也期待上海能將
「創新驅動」更好與民生結合起來，在探索黨內

民主的形式、程序和制度上在全國起帶頭示範作
用。

浦興祖強調，制度設計再好，不能僅僅停留
在形式上，空洞化的作秀只會增加民眾對民主的
不信任和反感。至於是不是需要將這一制度在全
國推廣，專家認為也不必急在一時，畢竟內地的
區域差異很大，不要齊步走、一刀切，各地可以
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進行民主創新。
浦興祖還強調，只有真正建立在對民主價值的理
解上，創新才會有實效。

來自中共上海市委的消息，中共上海市委第十次黨代會將於5月18日至22日
召開。本次會議將選舉產生新一屆的中共上海市委、市紀委領導班子和上海市的十
八大代表。本次黨代會在全國率先引入代表提案制，根據近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
上海市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工作暫行辦法》，上海市黨代會代表在黨代表大會召開期
間，代表10人以上聯名，可向大會提出提案。這項制度是繼溫州的黨內詢問制和內
地其他一些地方推出黨代會常任制後，上海作為地方在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方面的一
項制度創新和嘗試。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四日電】

滬黨代會引入提案制
▲ 「我們共產黨人

──上海市基層黨
組織、黨代表風采
錄」 圖片展近日在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
館開幕，展覽展出
了近三百位來自全
市生產工作第一線
的黨代表，以及十
餘個先進基層黨組
織推動發展和服務
人民群眾的新風采
。圖為兩位參觀者
走過黨代表 「風采
榜」 新華社


